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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葱茏，万物生长。
亿万中华儿女，意气风发行走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中国道路的来

之不易；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只有这条道
路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

（一）
“丁香花儿开，满山牛羊壮；独龙腊卡

的日子，比蜜甜来比花香……”
爽朗悠扬的歌声回荡在云南省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
乡。

77岁的独龙族“文面女”李文仕何曾想
到，过上了“比蜜还甜”的晚年生活。

8年时间，近一亿人脱贫。
从西南边陲到北疆大漠，从漫漫戈壁

到深山老林，在与贫困的战斗中，没有一个
民族掉队，没有一个人被落下。

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到 2020 年年底，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00 万亿元，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稳居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
工业产业链条、最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 30%以上，
位居世界第一……

这还是百年前那个满目疮痍、一穷二
白的中国吗？就在中国人民手中，一个个
不可能成为可能。14亿中国人民以前所未
有的昂扬姿态，向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行进。

鞋子合脚了，就不怕山高路远；方向对
了，就要一往无前。

不论是金融危机还是特大洪灾，不论
是特大地震还是严峻疫情，我们都不畏艰
险、沉着应对，持续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
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
安宁的生动景象。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实现中
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顺应时
代发展要求，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由之路。

（二）
5月的中原大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
在南水北调中线源头处，一渠南水正

通过南水北调中线肖楼分水口，源源不断
向南阳引丹灌区供水，全力以赴保障农业
生产。

如今，这一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
在中国版图上勾画出南北调配、东西互济
的水网格局。甘甜的南水滋润着黄淮海流
域40多座大中城市、超过1.2亿群众。

“我们建设的这项工程，是一条造福人
民的幸福渠，更是新时代制度自信的幸福
渠。”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有关负责
人说。

高峡出平湖、高原铺天路，上九天揽
月、下五洋捉鳖；最大的高速公路网、最大
的射电望远镜、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一
个个梦想变为现实。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
团结带领亿万人民砥砺奋进，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在内
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
险覆盖超过 9 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2018 年的
77岁。

疾风知劲草。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我们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
人间大爱，用众志成城、坚忍不拔书写了抗
疫史诗。

从白衣天使到人民子弟兵，从科研人
员到社区工作者，从志愿者到工程建设者，
从古稀老人到“90后”“00后”青年一代……
全国各条战线闻令而动、勠力同心，展现了
坚不可摧的中国力量、雷厉风行的中国效
率、众志成城的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要说哪
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
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
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三）
100年前的那群年轻人，面对肆虐的屈

辱，在如漆的黑暗中手握真理、救亡图存，
由此开始百年探索，最终找到了这条符合
国情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走进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这里开幕。

年轻的长衣短衫立下初心，“梦”从这
里开始，要把一个国家和民族，带去更远的
地方……

走出修旧如旧的石库门，就是繁华的
上海新天地，就是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国
际化大都市。

何其豪迈！
今天的中国人，不必风雨飘摇朝不保

夕，不必为温饱而愁、为生存而困，而是拥
有开拓人生无限可能的自由，拥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亿万人民的创新源泉充分涌
流、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自信，不是故步自封，而是更加坚定地
探索实践。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我
们依然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
风。我们还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

100多年前，我们悲愤：“四万万人齐下
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今天，我们自豪：“此生无悔入华夏，来
世还在种花家。”

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能载动 14 亿人的
幸福？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能复兴一个伟
大的民族？

答案，在我们的信念中，在我们的行动
里。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 2021 年重点工作任
务》（以下简称《任务》）。

《任务》指出，深化医
改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推广三明
市医改经验，强化改革系
统联动，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均衡布局，统筹疫情防
控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继续着力推动把以治病为
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着力解决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

《任务》提出 2021年的
重点工作任务：一是进一
步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
加快推进医疗、医保、医药
联动改革。按照“腾空间、
调结构、保衔接”的路径，
以降药价为突破口，推进
药品耗材集中采购，深化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深化

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推进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动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二
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
布 局 ，完 善 分 级 诊 疗 体
系。启动国家医学中心和
第二批区域医疗中心试点
建设项目，规划推进临床专
科能力建设，推进医疗联合
体建设，推动省、市、县、乡、
村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落
实功能定位，完善全民医保
制度，推动中医药振兴发
展。三是坚持预防为主，加
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
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深
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
革，持续推进健康中国行
动，创新医防协同机制。

《任务》还对推进全民
健康信息化建设、改善群
众服务体验、加强医学人
才培养和使用、增强药品
供应保障能力、严格监督
管理等相关重点改革作出
部署。

“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
——看百年大党的制度自信

新华社记者 熊 丰

国办印发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1 年重点工作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记者彭韵佳）近日，
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发展
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
财政部、国家医保局、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中国残联
制定《关于加快推进康复
医疗工作发展的意见》，增
加康复医疗服务供给。

意见共分七部分，包
括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健全完善康复医疗服务体
系、加强康复医疗人才培
养和队伍建设、提高康复
医疗服务能力、创新康复
医疗服务模式等。

意见明确要加强康复
医院和综合医院康复医学
科建设。原则上，每个省
会城市、常住人口超过 300
万的地级市至少设置 1 所
二级及以上康复医院；常
住人口超过 30万的县至少
有 1 所县级公立医院设置
康复医学科；常住人口 30
万以下的县至少有 1 所县
级公立医院设置康复医学
科门诊。

意见还提出，医疗机
构要按照分级诊疗要求，
结合功能定位按需分类提
供康复医疗服务。

我国多部门推动
提高康复医疗服务能力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记者温
馨、许可）针对美方一些人无视联合溯源
研究报告、大肆鼓噪新冠病毒“实验室泄
漏论”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7 日
说，这是对以世卫组织为主导的溯源研
究的极大冒犯，是对科学家和科学精神
的严重亵渎，是对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努
力的重大破坏。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
日，美方一些人继续炒作新冠病毒由“武
汉实验室泄漏”。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
究所研究员石正丽 14 日接受外媒采访时
再次驳斥美方一些人的不实指责。发言
人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世卫组织于 3 月发布中
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
报告，明确了病毒由实验室泄漏“极不可
能”的结论。这份报告是由 30 多位全球
各领域顶级专家共同撰写，具有广泛代
表性和高度专业性。“令人遗憾的是，美
方一些人无视联合溯源研究报告，大肆
鼓噪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将溯源
政治化。这是对以世卫组织为主导的溯
源研究的极大冒犯，是对科学家和科学
精神的严重亵渎，是对国际社会团结抗
疫努力的重大破坏。”

他说，如果美方真的透明和负责任，
就应该像中国一样秉持开放态度，立即邀
请国际专家去美国德特里克堡等地进行
详细调查。

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中国在
病毒溯源方面没有履行透明和信息共享
的基本责任”等相关言论时，赵立坚说，美

方有关说法毫无依据。“事实胜于雄辩。疫情发生后，中国
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第一时间分享病毒基因序
列。中方建立了最严格且专业高效的信息发布制度，及时
发布权威信息，与18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开
展疫情相关技术交流，分享疫情信息。”

他说，中国一贯本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
新冠病毒溯源合作，已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中方为联
合溯源做了大量行政、技术、后勤保障工作，为专家组工作
提供了充分便利、安排了丰富的实地参访行程，向世卫专家
逐条展示了特别需要关注的原始数据。专家组多名专家对
中方给予积极评价，表示“想去的地方都去了，想见的人都
见了”。

“令人遗憾的是，美方一些人无视世卫组织主导的溯源
研究前期成果，一再散布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搞‘有罪
推定’。他们这样做，就是为本国抗疫不力转移注意力、寻
找‘替罪羊’，防止美国人民追究他们草菅人命的责任。他
们的政治操弄蒙蔽不了世人的眼睛，也掩盖不了事实真相，
注定会失败。”赵立坚说。

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双方就启动美俄
双边战略稳定对话等达成有限共识，但在
乌克兰、人权等议题上仍分歧明显，未取得
任何重大突破。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美俄首脑会晤为
双方恢复“冷静对话”提供契机，有助于阻
止已处于历史低点的美俄关系进一步恶
化，但期待两国关系因此次会晤“重启”乃
至“正常化”恐怕并不现实。

稳定关系
当天会晤中，美俄领导人就战略稳定、

乌克兰、网络安全、人权、气候变化等问题
进行交流。会后两人分别举行记者会，普
京评价双方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彼
此没有表现出敌意；拜登也表示会晤气氛
是“良好和积极的”。

双方会后发表一份简短的共同声明。
声明说，双方“将在不久的将来共同着手进
行综合双边战略稳定对话”，寻求“为未来

的军控和降低风险奠定基础”。双方还同
意就在外交层面上互动展开磋商，包括让
双方大使重回驻在国工作。

美俄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拜登政府
上台以来，美俄在军控领域实现有限合作，
但在乌克兰、网络安全、人权、干预选举等
问题上分歧明显，对抗加剧。4月中旬，美
国政府以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预美国
选举等“恶意活动”为由，宣布对俄实施大
规模制裁并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一个月
后，俄罗斯政府宣布将美国列入对俄不友
好国家名单。

在此背景下举行的美俄峰会被认为有
助于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日内瓦安全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
书长托马斯·格雷明格说，美俄关系持续恶
化，双方互信水平已降到历史最低点，这次
峰会为双方恢复“冷静对话”提供了机会，将
给美俄关系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动力。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
尔·欧汉龙则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在对俄战略

上没有完整的概念，此次峰会意义有限。

矛盾难解
分析人士强调，尽管美俄首脑会晤可

能阻止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但双边关系
很难凭一次会晤就能迅速“重启”乃至

“正常化”。
美俄领导人均在会晤后表示，双方进

行了坦率的交流。不过，在涉及乌克兰、
人权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仍存在明显分
歧。如拜登强调，美国将对任何损害美国
及其盟友关键利益的行为予以反击。而
针对美方对俄罗斯人权状况的指责，普京
以美国在阿富汗对平民的大规模袭击、在
关塔那摩监狱等采取的侵犯人权行径为
例予以回击。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
际研究中心教授德米特里·苏斯洛夫认
为，俄美之间的系统性矛盾仍将持续存
在，难以解决。他表示，美国不会停止对
俄罗斯国内事务的批评，对俄制裁更可能

变本加厉，不应期待俄美关系得到任何形
式的改善，双方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
是“对抗性的”。

苏斯洛夫还说，俄美双方都支持两国关
系维持一种“可控范围内的对抗”模式。基
于这一模式，双方一方面在对抗中保持自我
克制，同时在某些面临共同挑战和拥有共同
利益的问题上展开“有选择性合作”。

不过，分析人士也指出，即使在军控和
战略稳定等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要
想真正实现合作也并非易事。卡内基国际
和平研究院核问题专家詹姆斯·阿克顿说，
除了避免核战争这一整体目标外，美俄在
核问题上的利益逐渐呈现不对称性。美国
对俄罗斯近来研发的核动力巡航导弹等新
式核武器表示忧虑，而俄罗斯更忌惮美国
的反导系统和精确打击武器等常规武器系
统，这种不对称性将提升双方谈判的难
度。 （参与记者：石昊、刘品然、兴越）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16日电）

首脑会晤难解美俄深层次矛盾
新华社记者 凌 馨 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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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6 日 电 （记 者许缘、高
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16 日宣布维持联邦基金
利 率 目 标 区 间 在 零 至
0.25% 之 间 ，符 合 市 场 预
期。美联储同时大幅上调
今年美国通货膨胀率增长
预期至 3.4%。

美联储当天在结束为
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
发表声明说，在新冠疫苗
接种取得进展和强有力的
政策支持下，美国经济活

动和就业指标有所加强。
受疫情不利影响最大的经
济部门仍然疲弱，但已出
现改善。美联储认为，通
胀率上升主要反映了暂时
性因素，整体金融状况依
然宽松。

美联储重申经济前景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
情发展。疫苗接种方面的
进展可能会继续减少公共
卫生危机对经济的影响，
但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仍
然存在。

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不变
大幅上调通胀预期

▲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东索塔（无人机照片，6月16日摄）。

6 月 17 日，随着第 48
节塔柱混凝土浇筑完成，
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深中
通道伶仃洋大桥东索塔完
成封顶。

伶仃洋大桥是深中通
道关键控制性工程，为跨
径 2826 米的三跨全漂浮
体 系 悬 索 桥 ，主 跨 1666
米。大桥有东西两个索
塔，每个塔高270米。

深中通道项目采用
东隧西桥方案，全长 24公
里，集“桥、岛、隧、地下互
通”为一体，是粤港澳大
湾区又一项超级跨海集
群工程，建成后将成为联
系珠江口东西两岸的直
联通道。

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
东索塔完成封顶

▲工人在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东索塔进行浇筑混凝土施工（6 月 16
日摄）。 新华社发（张 政摄）

据新华社合肥 6 月 17
日电 （记者胡锐、何曦悦）
记者从 17 日开幕的 2021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上获
悉，2020 年，我国新型显示
产业全年直接营收达到
4460 亿元，产业规模位居
全球第一。

6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安
徽合肥举办的 2021世界显
示产业大会以“显示世界
看见未来”为主题，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安徽省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工业和信息
化部副部长王志军在大会
开幕式上介绍，在新一轮信
息技术快速进步和产业加

快变革的大背景下，新型显
示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战略性、基础性和先
导性产业的特征更加明
显。2020 年，我国新型显
示产业直接营收达到 4460
亿 元 ，全 球 占 比 达 到
40.3%，产业规模位居全球
第一。

与此同时，我国新型显
示产业加快高端化发展，多
条全球最高世代液晶面板
生产线满产满销，全柔性
AMOLED面板生产线批量
出货，8K 超高清、窄边框、
全面屏、折叠屏、透明屏等
多款创新产品全球首发。

占比超四成！

我国新型显示产业规模
位居全球第一


